2017 年 03 月 07 日

宏觀經濟
降低增長目標，釋放改革潛力——2017 年政府工作報告解讀
穩增長保就業，控通脹防風險：
17 年 GDP 增速目標下調至 6.5%。增速目標下調為釋放風險留出空間，而 6.5%仍是十三五期間
GDP 增速的底線。穩增長的重要目的是保就業惠民生，17 年就業優先，城鎮新增就業目標上調至
1100 萬人。
17 年 CPI 增速目標持平為 3%，通脹風險仍存。16 年通脹風險升溫，17 年 1 月 CPI、PPI 均創下新
高。但春節過後食品價格持續回落，未來 3 個月的 CPI 有望降至 1.5%左右，但由於 PPI 仍高，3 季
度通脹仍存上行風險。
寬財政減稅費，穩貨幣護實體：
17 年財政赤字率目標持平為 3%，財政政策力度相對減弱，不如 15、16 年財政赤字率的明顯上升。
積極財政旨在減稅降費，17 年將減少企業稅負 3500 億元、涉企收費 2000 億元，也意味著財政用於
基建的力度或相對下降。
17 年 M2 和社融餘額增速目標均降至 12%。穩健中性貨幣政策旨在降低貨幣依賴，促進資金脫虛入
實，而金融去杠杆仍將繼續推進。
供給側改革主線，深化各領域改革：
政府工作主線為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八項重點任務中前兩項均與改革相關：
去產能：鋼鐵煤炭仍是重點，涉及行業逐漸鋪開。17 年再壓減鋼鐵產能 5000 萬噸，退出煤炭產能
1.5 億噸。同時淘汰、停建、緩建煤電產能 5000 萬千瓦。從地方兩會看，各省紛紛制定了壓減鋼鐵、
煤炭行業產能的方案，去產能所涉及的行業則向建材（水泥、玻璃）、船舶、電力等行業延伸。
去庫存：三四線城市去庫存，抑制房價過快上漲。17 年地產去庫存“因城施策”：三四線城市庫
存仍偏高，鼓勵支持居民自住和進城人員購房需求；上漲壓力較大城市則合理增加住宅用地；17
年再完成棚戶區改造 600 萬套。
去杠杆：控制總杠杆率，降低企業杠杆。17 年在控制總杠杆率前提下，著重降低企業杠杆率，措
施包括資產證券化、債轉股、擴大股權融資等，並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杆約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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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成本：擴大減稅範圍，減少涉企收費。17 年降低企業成本的措施包括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徵
收所得稅優惠範圍、取消涉企行政性事業性收費、減少涉企經營性收費、降低“五險一金”繳費比
例等。當前中國企業稅負壓力在全球排名第 12 位，降低稅負迫在眉睫。
補短板，精准扶貧脫貧，建設小康社會。報告提出，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大
短板。16 年底貧困人口數約 4300 萬人左右，17 年再減少 1000 萬貧困人口，完成易地扶貧搬遷 340
萬人，未來短板有望補上。
財稅改革：全面推營改增，劃分央地權責。我國增值稅稅率 17%，占稅收收入 41%，均高於亞洲其
他國家（分別為 10%和 30%左右）。17 年將落實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，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，
未來增值稅稅率仍待下調。
金融改革：服務實體經濟，防範金融風險。過去兩年同業存單和銀行同業理財業務爆炸式增長，金
融機構大力加杠杆令資金脫實向虛。17 年將促進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，發展普惠金融、綠色金
融，同時警惕不良資產、債券違約、影子銀行、互聯網金融累積風險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
的底線。
國企改革：混改推向縱深，推升國企效率。16 年下半年以來，混改成為國企改革的重心。混改旨
在提升國企經營效率。
17 年將加快國企改革，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革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，在七大行業邁出實質性步伐。
從地產驅動到改革減稅：
隨著工業化步入尾聲，以工業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難以持續。16 年穩增長重走地產驅動經
濟老路，加劇了金融風險和資產泡沫，17 年品質優先將取代數量優先。政府工作報告中下調經濟
增速目標，推進改革主線，也彰顯了政府不再走地產驅動的老路，依靠改革、減稅來提高經濟效率
的決心！

美國加息臨近，小心方為上策！
美聯儲 3 月真要加息？2 月底以來，美聯儲 2017 年 FOMC 多位票委不斷釋放 3 月可能加息的信號，
美聯儲主席耶倫在芝加哥高管俱樂部就經濟前景發表講話，也指出如果經濟資料繼續符合聯儲預期，
3 月份加息很可能是合適的。所以如果 3 月 10 日公佈的美國非農就業資料不是遠低於預期的話，
美聯儲 3 月再度加息幾成定局。耶倫在演講中還指出，如果沒有新的情況發生使得經濟前景明顯惡
化，美聯儲削減寬鬆的進程或快於 2015 年和 2016 年。但在當前美國經濟整體依然疲弱、通脹仍低
於 2%目標的背景下，我們認為美國今年加息四次的可能性非常低。而且從前兩年的經驗來看，最
終能夠加息幾次，美聯儲的預期並不準確，主要還是要看美國的經濟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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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選在 3 月加息？從就業來看，美國失業率已經連續 9 個月在 5%以下徘徊，就業已經達到充分
狀態；1 月新增非農就業 22.7 萬，近三個月平均 18.3 萬，仍在 18 萬以上，所以美國就業近幾月變
數並不大。從通脹來看，總體通脹水準短期反彈，但主因是近期油價反彈疊加低基數，未來或難以
持續。美聯儲尤為關注的核心 PCE 物價同比依然穩定在 1.7%的水準，並沒有出現明顯回升的跡象。
所以從就業和通脹來看，當前加息的急迫性並不強，我們認為美聯儲決定在 3 月加息的原因或主要
有兩點。第一，前兩年美聯儲多次“失信”於市場，如果在當前平穩的內外環境下不加息，未來若
經濟或市場再生變數，美聯儲有再次“失信”的風險，所以 3 月是一個不錯的加息時點。第二，擔
憂特朗普政策或推升通脹，防止未來需過快加息的局面出現，因為特朗普的基建投資計畫、貿易保
護主義、減稅等政策，均可能會對通脹或通脹預期產生較大的推動作用。
警惕新興市場風險！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處於霸權地位，而美國的貨幣政策不僅牽動著全球流動
性的變化，還對各國貨幣政策、匯率穩定具有重要影響。所以美聯儲加息往往會給新興市場帶來股
債匯“三殺”的局面，值得高度警惕！15 年美聯儲首次加息前後的 20 個交易日內，阿根廷、俄羅
斯、巴西股指下跌都在 5%以上，中國香港、中國臺灣、韓國、菲律賓、中國大陸股市也普遍下挫。
16 年美聯儲再度加息前後 20 個交易日內，中國上證綜指下跌達 4.4%以上，其他新興股市也出現類
似狀況。前兩年美聯儲加息前後，新興經濟體的債市和匯市也出現了大幅的調整。
中國：貶值壓力增大，倒逼貨幣收緊。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。美聯儲 3 月加息預期增強，人民幣貶
值壓力將增大，離岸、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當前再度貶值至 6.9 附近。但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對
中國匯率問題尤為關注，並多次聲稱要將中國納入“匯率操縱國”，所以人民幣繼續貶值將面臨更
大的外部壓力。再加上人民幣貶值壓力在過去兩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釋放，所以我們預計，即使人
民幣對美元走弱，貶值幅度也將有限。國內貨幣政策短期內易緊難松。當前國內經濟短期依然穩定，
2 月製造業 PMI 回升至 51.6，前兩月 PMI 均值較 16 年 12 月回升，前兩月發電耗煤增速較去年 12
月明顯回升，粗鋼產量、鐵路貨運量、挖掘機和重卡銷量均表現亮眼。春節前後央行提高貨幣利率，
預示著防風險、抑泡沫被放在了重要位臵。近期銀監會主席郭樹清稱要控制俗稱“影子銀行”的銀
行表外業務增長，本月又將迎來年內首次 MPA 考核，流動性仍面臨收縮壓力。再加上人民幣對美
元貶值壓力再起，倒逼國內貨幣流動性更加難以放鬆，在貨幣收緊的背景下中國泡沫化的房地產市
場存在較大風險。

大市導航
綜合金融服務：消費金融藍海起航，完善風控保駕護航
消費對 GDP 的貢獻逐年上升，仍有很大發展空間。近幾年來，我國消費占 GDP 的比重持續增加，
在 2011 年突破 50%，我國已經步入消費驅動型經濟。2015 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總額為 26.48 萬億
元，同比增長 9%，高於 GDP 的增長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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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消費對 GDP 的貢獻基本穩定在 45%左右，與發達國家平均 70%左右的高水準比重相比仍
有較大差距。
消費信貸規模不斷上升，增速較快，但占信貸總額比重仍然較低。2015 年我國消費信貸規模達 19
萬億元，同比增長 23.4%，其中不含房貸的消費信貸餘額為 4 萬億元，同比增長 26.1%。消費信貸
餘額占我國整體信貸餘額的比重增長至 19%，仍遠低於發達國家 60%的比例。2015 年末，我國全金
融機構貸款餘額為 101.3 萬億元，消費信貸僅占貸款餘額的 19.4%，從近幾年消費信貸的占比情況
來看，雖然消費信貸占比逐年小幅上升，但是總體圍繞 20%左右變動。隨著人們消費觀念的進一步
轉變和市場消費信貸產品的增加，消費金融將充分釋放強大的發展潛力。
從消費金融的商業模式來看，主要分為三種：
1）商業銀行：以線下管道為主，注重產品創新和場景延伸。商業銀行的消費金融產品包括信用卡、
汽車貸、消費貸等，由銀行基於申請資料向客戶發放貸款。
2）消費金融公司：依託牌照優勢，深入經營。目前已有 19 家消費金融公司開業。具有不吸收公眾
存款，以小額、分散為原則，為境內居民個人提供以消費為目的的貸款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特徵。
3）互聯網消費金融：依託互聯網技術，電子化、網路化及資訊化經營。互聯網消費金融最早起源
于大型電商平臺或者依託于大型電商平臺，典型例子有京東白條、螞蟻花唄。此外，一些小型電商
平臺與大型電商平臺相比欠缺強大的資金流水和客戶體量，因此以細分市場為切入點，同時以 P2P
作為資金來源。
行業利好政策持續驅動,消費金融空間無限。從政策面來看，自 2009 年銀監會發佈《消費金融公司
試點管理辦法》以來，消費金融政策紅利逐步釋放。考慮到目前消費占 GDP 比重、消費信貸占消
費支出比重均低於發達國家，未來消費金融空間無限。我們估算 2020 年，消費支出有望達到 47 萬
億元，消費占 GDP 比重將有望提升至 52%；消費信貸將達到 12 萬億，約占消費支出的 25%。未來
隨著消費金融牌照的進一步放開，以及互聯網消費金融的普及，市場格局有望更加市場化。
完善風控的機制是消費金融規模發展的重要基礎。由於消費金融在我國仍處於逐步成熟的階段，在
風控方面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和難度，主要表現在個人信用體系尚不完善、壞賬率較高，違約風險
高、與銀行現有業務的融合。消費金融的發展不但需要清晰、具有創意的商業模式，更需要完善的
風險控制，以保證消費金融可持續性發展。
相關標的：建議關注奧馬電器、康耐特、二三四五、新大陸、國盛金控、海立美達。
風險提示： 1）消費信貸大規模壞賬。2）宏觀經濟下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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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航太與國防：治國論兵系列報告（1）：國防軍費預算將破萬億大關，微降符合預期
3 月 4 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發佈會公開國防費的規模。2017 年中國國防費增幅為 7%左
右，國防費在 GDP 中占的比重是 1.3%左右。
全球軍費總額已達 1.76 萬億美元，前 10 名國家約占七成。美國國防軍費支出世界領先，其科研水
準也超過世界平均水準，近 7 年平均科研費用支出約 1170 億美元，其中近 50%被用於國防科研。
相對於美國而言，我國在國防軍費支出上仍有差距，科研水準也有待成長，國防建設仍需加強。新
時期的國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，充足的軍費支持必不可少，裝備採購維護作為軍費支出中最重
要的一環之一，將帶動整個軍工行業的發展。
中國軍費增長迅速，總量已達世界第二，但仍有很大上升空間。回顧中國 60 餘年的軍費史，可以
發現中國軍費增速呈階段性地上升，近 16 年的複合增速高達 14.4%，但是財政占比和 GDP 占比呈
階段性下降。根據 SIPRI 機構資料，2015 我國軍費支出總量僅次美國，但是 2010 年至 2015 年，我
國軍費支出 GDP 占比 6 年平均不到 2%，財政支出 6 年平均占比僅 6.7%，人均軍費只有 123 美元，
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，具有很大的成長空間。
中國軍費增速維持穩定，總量或破萬億，軍工行業前景廣闊。2016 年中國所處的軍事環境緊張，
可能會推動軍費支出增加，但是 2017 年經濟增速仍有可能繼續下滑，限制了軍費的增長，因此整
體來看中國軍費維持穩定增長的可能性比較大。
2016 年我國軍費預算約 9543.54 億元，同比增速為 7.6%。2017 年我國國防預算增幅也在 7%左右，
總量將會突破萬億元。我們推測未來幾年軍費將繼續維持 7%左右的增長，軍工行業仍處於成長期。
行業相關重點公司。我國軍費總體增速雖有下降，但是經過近幾十年的積累，總量已經相當可觀，
2017 年國家軍費將突破萬億，根據《國防白皮書》，其中裝備費用占比約 1/3，因此我們預計會有
約 3300 億元進入軍工行業，軍工產業需求空間大，長期看好軍工行業。推薦標的：中國重工、中
直股份、中航飛機和*ST 黑豹，關注中航動力和中國船舶。
風險提示：軍工行業改革進程具有不確定性；軍民融合政策不確定性。

紡織與服裝：從 A/H 對比看紡織服裝板塊投資機會
2016 年 11 月深港通開通後，A 股滬深交易所與港交所已均實現聯通。目前，市場對港股的投資興
趣漸增；雖然也有制度設計方面的問題，但因以國際投資機構為主，使得港股成為價值投資的代表，
經常與 A 股進行比較。伴隨著投資情緒趨於穩態，我們梳理了深/滬港通的兩地紡織服裝板塊，一
方面對港股紡服板塊有一系統瞭解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相互對照印證，以期找到 A 股紡服板塊新的
投資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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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7 年 2 月 22 日，南向交易在紡織服裝標的合計 21 家，其中品牌服飾 14 家，紡織製造 7 家。
滬深兩地開放北向交易的紡織服裝標的一共 20 家，品牌服飾 16 家，紡織製造 4 家。港股的 7 家紡
織公司，大多與下游品牌服飾有緊密合作關係；在品牌服飾中體育品牌 6 家，行業基本完成復蘇，
個別調整滯後的企業也已在恢復通道中；休閒服 3 家，近年都業績承壓，另男裝 1 家，女裝 1 家，
鞋類 1 家。
南向交易標的 2016/17E 行業平均估值在 14.0x/12.6x，其中服裝品牌市盈率分別為 16.0x/13.3x，略高
於製造板塊的 13.6x/12.5x，相比 A 股市場普遍給予的品牌溢價，港股投資者似乎更看重製造龍頭穩
健的增長和確定的分紅。港股對大市值的白馬龍頭也會給予更高的估值溢價。運動服飾龍頭安踏
2017 年動態市盈率 21.5x，溢價品牌服飾行業均值 61%；製造龍頭申洲國際 2017E 市盈率達到 18.1x，
高出子行業均值 45%；並且兩者的 PEG 在 1 左右，說明港股市場的偏好選擇形成了強者愈強的現
象。
A 股紡織服裝估值普遍高於港股。品牌服飾對應 2017 年動態市盈率均值 28.0x，紡織製造 16.5x。A
股普遍給予品牌服飾較高溢價，市盈率均值高出製造 70%，而港股品牌僅對製造溢價 7%，基本相
當。A 股品牌服飾龍頭海瀾之家 2017 年動態市盈率為 13.1x，低於子板塊均值 28.0x；製造龍頭魯泰
A 的 11.7x 也低於子板塊的均值 16.5x。長期看，預計會有白馬估值修復的價值投資機會。
總體而言，港股紡服板塊估值較低、分紅率更高，大市值的白馬龍頭更受青睞。在深、滬港通標的
中，建議關注魯泰 A 和富安娜。在 A 股紡服全板塊中，基於低估值標準，雅戈爾、魯泰 A、航民
股份、海瀾之家、聯發股份等標的估值基本與港股行業平均估值相當，甚至更低。從股息率的角度，
雅戈爾、魯泰 A、偉星股份、聯發股份、奧康國際、海瀾之家的股息率均在 3%以上。考慮到 PEG
的因素（PEG< 1），我們建議關注華孚色紡、新野紡織、百隆東方、孚日股份、歌力思、航民股份、
聯發股份、魯泰 A、奧康國際和偉星股份。
同時考慮我國消費、技術等環境正處變化之中，未來發展機會較多，尤其是定增政策受限後，在手
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相對充裕，有足夠自有資金進行項目投資的公司有望受益。綜合考慮估值、股息
率、PEG、市值以及現金充裕度等多維指標，我們建議關注海瀾之家、魯泰 A、航民股份、聯發股
份、奧康國際等標的。
風險提示：宏觀經濟下行，終端零售疲弱。

傳媒：推薦低 PEG、龍頭
目前狹義的文化傳媒板塊（影視、遊戲、行銷）2017 年平均估值在 30 倍 PE 以下，已接近 2012 年
底 27 倍 PE（2009 年來最低），特別是白馬龍頭的估值更低，疊加再融資、IPO 等因素，PEG 較低
的龍頭股中長期將有壟斷優勢：萬達院線、藍色游標、利歐股份、完美世界等。短期關注院線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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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值不高，平均 30 倍 PE，上半年催化劑多，關注海外大片對票房的貢獻，推薦上海電影、長城影
視，關注中國電影。教育、體育估值相對較高，中長期看好，目前推薦估值相對較低的個股：立思
辰、廣弘控股，關注傳統媒體的教育概念：南方傳媒、皖新傳媒、長江傳媒。
風險提示：傳媒板塊系統性風險；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。

新能源：四氧化三鈷仍具備上漲潛力
供給收縮，彈性明顯。國內第三大鈷鹽生產商茂聯科技因環保問題搬遷，預計影響 17 年產量 3000
噸-5000 噸，占總產量的 10%以上；另金川集團因環保問題減產，導致供給收縮，彈性明顯，預計
成本上升外加供給收縮將催化四氧化三鈷漲幅遠高於電解鈷。
需求延續平穩增長。手機配套電池容量提升，國內鈷酸鋰電池需求延續 10%以上增長；另四氧化三
鈷 16 年出口增速 25%，12 月份高達 46%，需求邊際提升顯著。目前鈷酸鋰生產企業四氧化三鈷原
料庫存極低，預計價格仍有上漲潛力。
產值小、集中度高的環節漲幅更大。四氧化三鈷前三大生產商格林美、華友以及茂聯三者合計超三
分之二，集中度非常高；同時市場規模小於鈷鹽，價格提升的可控性更強。目前價格較去年三季度
單噸毛利漲至近 10 萬元，仍看好後續市場空間。
價格催化後續行情，同時四氧化三鈷業績彈性明顯，板塊估值合理，建議關注格林美、金川國際等。
風險提示：政府管制，鈷金屬供給端超預期。

旅遊綜合：1&2 月博彩資料跟蹤：毛收入復蘇超預期！
2 月博彩毛收入同比+18%，行業復蘇持續。DICJ 公佈資料顯示，受益於春節效應及博彩企業舉辦
的慶典活動，澳門 2 月博彩收入同比增長 18%至 22991 百萬澳門元，環比+19%，超出市場預期；
1&2 月博彩毛收入同比+11%，合併後的資料消除了 1 月的奇異值影響，反映行業復蘇勢頭仍未減
弱。若行業維持 1、2 月復蘇趨勢，我們預計今年博彩毛收入同比增長可接近 10%。
過境及留宿遊客增速加快，內地遊客仍是主力軍。1 月訪澳遊客人數同比+18%，其中內地遊客占比
從 2016 年 12 月的 63%提升至 69%。留宿旅客繼續維持高增，同比+18.9%；不過夜旅客同比+16.4%。
春節期間澳門旅遊人數同比+9.9%，內地遊客人數同比大增 13.8%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由於訪澳
遊客增速呈現出前兩天低，後四天（1 月 31 日後）高的情況，因此部分解釋了為何 1、2 月博彩毛
收入同比增速相差較大（1 月+3%，2 月+18%）的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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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業復蘇正從中場驅動轉向 VIP、中場共同驅動。從 16Q4 資料看，VIP 收入止跌回升，同比+13%，
增速超過中場的 8%，主要反映因內地房價上漲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同比回升情況下，內地富人群
體可能將增加了赴澳門賭博需求，利好 VIP 和高端中場收入。從公開管道瞭解到的資訊是，2 月份
的復蘇很大程度也受益於 VIP 業務。因此，我們預計在中場業務復蘇推動之後，VIP 業務可能成為
接下來推動行業繼續復蘇的主要動力。但這種現象可能拖累博彩公司 EBITDA 利潤率上升的速度，
因 VIP 業務的 EBITDA 利潤率較中場更低。
仲介人數量繼續下降，信用風險降低。DICJ 最新公佈的仲介人准照數量從 2016 年的 141 個下降至
126 個，實力較弱的自然人仲介人數量下降 20%。隨著行業集中度的提升，客源開始向資金實力更
強的大型仲介公司集中，這種現象有助於降低信用風險。
預計毛收入同比復蘇趨勢有望延續至今年 8 月份。博彩毛收入的復蘇始於 16 年 8 月，主要受益于
金沙中國新的地標性娛樂場巴黎人的開業，以及內地遊客的回歸。而從目前時點看，新項目開業將
繼續為吸引內地客流提供支撐，如澳門勵駿新物業勵宮酒店已於近期開業，美高梅中國專案或於三
季度開業。而隨著內地去年內地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，我們認為富人階層仍將有較
大的赴澳門消費的需求，這將進一步支撐行業的復蘇。
日本及周邊國家開賭的利弊簡析。第一，我們認為日本開賭短期對澳門影響有限，因實際的開賭時
間可能要到 2022 年之後。第二，日本開賭將倒逼澳門政府重新考慮博彩業的稅率問題（目前是周
邊開賭國家中稅率最高的），這將進一步改善博彩公司的盈利能力。第三，由於澳門吸引的主要還
是南方的遊客群體，尤其是廣東、湖南、福建一帶遊客，其他地區的遊客占比較小，因此若澳門的
博彩公司能進入日本市場，反而可為其拓展更多新的客戶群體。（對美資運營商來說，未來或將把
在日本的運營收益歸入在香港洲上市的子公司內）
風險提示：宏觀經濟下行風險；自然災害風險；內地監管政策趨嚴；博企新項目進展不及預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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